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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文獻探討 

第一節 文獻老化之源起、意義及理論發展 

一、文獻老化之源起與意義 

    文獻老化研究之起源可追溯至 1943 年 Gosnell 於紐約大學所發表的博

士論文「大學圖書館館藏之老化率」（The Rate of Obsolescence in College 

Library Book Collection by an Analysis of Three Select Lists of Books for 

College Libraries）。Gosnell 在其論文中指出，在知識累積的過程中，隨著

時間的推移，一切知識或其載體，會逐漸失去原有的價值。此種文獻資料

將不再有用或不再可靠的過程，即為文獻老化（1943 ，轉引自蔡明月，

2003，頁 106）。另外，Line 和 Sandison（1974, p.283）也提出文獻老化

的理由，可能有以下四點： 

1. 資訊是有效的，但被後來的作品所合併。 

2. 資訊是有效的，但被後來的作品所取代。 

3. 資訊是有效的，但在其所處領域中已不再被感興趣。 

4. 資訊不再被認為有效。 

   丁學東（1993，頁 74-75）歸納了文獻老化的意義如下： 

1. 老化是一個過程，是一個動態的概念，文獻老化並非廢棄不用。 

2. 文獻老化是指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文獻的使用量減少；然而，文獻使用量

的減少，並非僅是老化的因素造成。 

3. 文獻老化的過程是指使用次數逐漸減少的階段，不是文獻發表之後被使

用的全部過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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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老化一般是針對某一類文獻群體而言，而非某一篇或少數文獻的老化。 

二、文獻老化研究之發展 

Gosnell（1943）提出文獻老化的論點，文獻老化研究即逐漸展開。Bernal

（1959）首先借用物理學中放射性物質半衰期的概念，來表示文獻老化。

此「半衰期」（half-life）意指：「已出版的文獻內，有一半文獻已不使用

的時間」。半衰期的使用，對日後文獻老化研究產生了莫大的影響，也成

為未來文獻老化研究主要測度方法之依據。 

接著 1960 年，Burton 和 Kebler 合作研究「科技文獻的半衰期」（Half-life 

of Som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）是針對數學、物理、化學、地

質學、生理學、植物學、冶金工程、化學工程以及機械工程九個學科，統

計其在某特定時間內引用過去文獻的次數，並依時間排序，發現九個學科

所呈現之曲線與物理學上的一種衰變曲線，皆是負指數函數曲線。此研究

為使文獻半衰期更容易計算，修正了 Bernal 所提出的半衰期概念，並發展

出數學公式，在此半衰期意指「文獻的使用數量達到半數時所需之時間」。

由此可知 Burton 和 Kebler 的半衰期與原先 Bernal 的半衰期涵義有所不同，

而 Burton 和 Kebler 的半衰期應稱為引用年齡中數（median citation age）（丁

學東，1993，頁 98）。 

    到了 1970 年，Price 以現在對過去文獻的被引用次數作為基礎，將五

年內被引用文獻之使用次數與所有被引用文獻的總次數之比，作為測量文

獻老化的速度，也就是普萊斯指數（Price’s index）。Brookes（1970）則

是提出以負指數函數來描述文獻老化。不過，Price 對半衰期的看法與

Burton 和 Kebler 相同，皆認為「現在一定時間內文獻被使用次數的一半為

較新文獻的發表時間」，而 Brookes 的半衰期則是「文獻有效生命的一半」

（俞培果，1997，頁 45），二者有所區別，半衰期的概念也逐漸形成兩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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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 和 Sandison（1974）回顧過去文獻老化研究，將 Price 及 Burton

和 Kebler 的測量概念稱為同時法，而 Gosnell 和 Brookes 的測量概念稱為

歷時法。從此文獻老化研究分為同時法與歷時法二大研究方法，也造成了

日後文獻老化研究方法之歧異。 

    文獻老化研究的定義主要以歷時法的觀念為主，然而在文獻老化的研

究方法上，卻是以同時法的研究方式為主。因此，產生了使用歷時法的觀

念來解釋使用同時法所產生的研究結果，造成了空前的混亂。即使混亂，

也有不少學者極力維護已有的理論及方法。此外，有越來越多的研究學者

逐漸朝向文獻老化的本質及影響因素進行研究，並開始重新思考（俞培

果，1997，頁 47）。例如：俞培果（1998，頁 145-146）分析文獻老化研

究本質，認為 Line 和 Sandison 所提及之文獻老化發生可能性（資訊已被

合併、取代、無效及已不感興趣）是從過去到現在，為歷時法的觀察角度。

然而，文獻成長也是文獻老化本質，因為文獻成長會造成近期文獻引用頻

率較高，早期文獻引用頻率較低的現象，是從現在到過去，為同時法的觀

察角度。 

    大陸學者王宏鑫（2003，頁 232-234）認為：文獻老化研究主要為三

個方向：一是文獻老化理論之研究；二是研究方法與測量方法之研究；三

是文獻老化的應用研究。並提出文獻老化研究尚待解決之問題，如下所述： 

1. 對文獻老化的不同認識，有人認為文獻老化是一種過程，或是一種狀

態，仍未有確切的定義。 

2. 文獻老化之研究方法缺乏比較研究，例如：圖書館使用研究與引用文

獻分析法的比較研究。 

3. 文獻老化在數學模式的研究，可促進文獻老化更深入地研究，但其適

用範圍尚未規範，也無比較研究。 

4. 因文獻老化影響因素之研究，產生了表面與真實面的文獻老化之爭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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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上述說明可大致了解，現今文獻老化研究方向及相關問題。整體來

說，文獻老化的研究體系尚未形成一個系統性與完整性之體系，仍需持續

深入地研究，但文獻老化研究所帶來的價值也是不可抹滅的。有關之文獻

老化研究，說明如下： 

Egghe 和 Rousseau（2000）進行文獻成長對文獻老化研究之影響，利

用修正老化與成長關係公式的方法進行研究，其研究結果發現文獻成長將

影響老化，但不能造成老化。Alvarez、Escalona 及 Pulgarín（2000）進行

物理學核心期刊之研究，利用 ISI 資料庫取得物理學期刊在 1985 年至 1994

年十年間的引用數量，其使用兩種老化率工具及 Rasch model 分析，老化

率分析部份是計算每年引用數量的百分比，Rasch model 則是利用量表表示

每年的引用數量的層級，研究結果發現 Rasch model 的方式較老化率分析

能提出更好的期刊清單，也發現期刊主題（topicality）為影響文獻老化研

究的潛在變數。 

Száva-Kováts（2002）提出 Burton 和 Kebler 與半衰期詞彙之間，未被

發現及錯誤的觀念如下：1.半衰期並非 Burton 和 Kebler 首先提出的。

2.Burton 和 Kebler 並非是將物理學中半衰期概念帶入文獻老化研究使用的

人。3.Burton 和 Kebler 在 1960 年發表的文章，僅有一些關於半衰期概念

的有效使用。4.Burton 和 Kebler 提出放射性半衰期與文獻老化半衰期有重

大不同，且不贊成文獻老化半衰期的使用。5.Burton 在 1961 年發表的文章

提到，年齡中數（median age）應取代半衰期詞彙的使用。Egghe（2004）

針對 Buckland 在 1972 年所提出的問題，文獻老化現象是否與期刊分散有

關進行研究，Egghe 分析期刊引用的老化情形與文章引用的老化情形二者

與洛卡定律之相關性進行研究，並使用數學公式進行分析，研究結果發現

文獻老化也會產生期刊分散的現象。 

    文獻老化研究在書目計量學是具有爭議性的論題，然而文獻老化研究

可為圖書館提供科學化、客觀化的管理方法。從前面的研究可知文獻老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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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定義、原因及老化速度之測量方法上，至今仍未有定論，文獻老化研究

仍然是一個假設（Line, 1993, p.129），因此未來進行文獻老化研究時，需

以客觀的角度，謹慎小心的態度進行研究，如此研究結果才能更貼近事實。 

三、文獻老化研究之圖書館應用 

    文獻老化的研究，除了可以知道資訊老化的情形以及各學科領域的發

展狀況外，對於圖書館而言，也有很大的利用價值。Line 和 Sandison（1974, 

pp.292-296）也指出文獻老化研究的實際價值有： 

1. 協助圖書館的淘汰作業。 

2. 可作為已發行的過期期刊購買之參考。 

3. 提供期刊裝訂時的參考。 

4. 可預測未來圖書館館藏的使用。 

5. 調查使用者人口的改變，幫助圖書館館藏發展計畫的規劃。 

Line（1993，pp.672-678）針對文獻老化研究運用於圖書館淘汰與選擇

政策時，兩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問題進行研究，並整理相關研究文獻，進而

提出以下問題： 

1. 目前圖書館有空間及經費限制的問題，但這還不是非常急待解決的問

題。 

2. 圖書館館內的期刊，大多限制為館內使用，因此造成難以分析期刊使

用情形之問題，圖書部分可藉由自動化系統的流通記錄加以分析，較

無此問題。 

3. 分析期刊使用情形時，依據主題的不同，會有不同的結果產生，然而

期刊為連續性出版品，每一卷期的使用皆有變化，假設某一卷期使用

率較低，但在未來，這一期可能與新出的卷期有強烈的相關性，造成

此卷期的使用率增加，這也是造成期刊使用研究分析時的問題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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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圖書館大多分析館內使用情形，較少使用引用文獻分析法，主要原因

是引用文獻分析法也可能會有例外，其研究結果並非絕對精確且過程

較為麻煩，因此圖書館較少使用。 

從前面的敘述，可知道文獻老化研究對於圖書館的價值及進行文獻老

化研究時，可能產生的問題，然而我們忽略了一點，即文獻老化研究在圖

書館的實際應用情形，Gapen 與 Milner（1981）指出，圖書館館員較少實

際參與文獻老化研究，可能的理由有四點： 

1. 由於文獻老化定義的發展還未有定論，其研究的理論架構和方法也還

未釐清，因此圖書館館員沒有實際行動。 

2. 因文獻老化研究需耗費相當的人力與時間，其研究的結果也無法保證

其正確性，這也是圖書館考慮因素之一。 

3. 文獻老化研究主要是在圖書館外進行研究的，圖書館也較無法信任其

研究結果，因此圖書館難以將文獻老化研究的理論引進圖書館來加以

使用。 

4. 文獻老化研究主要應用於圖書館在採購、典藏和淘汰等作業上，而這

些作業皆具不確定性，再加上文獻老化研究即使有成功的數學公式可

供運用，但對於特殊的圖書資料或期刊卷期等，還是無法有效地運用。 

基於以上理由，圖書館館員對於圖書館的實際作業或政策上的決定，

還是依靠自己的判斷，而非研究者複雜的數學公式建議。 

文獻老化研究與圖書館之間的關係，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的衝擊下，

將有些許的改變，圖書館本身之相關政策以及作業程序等也隨之改變，過

去圖書館著重在擁有資料，如今則是著重在如何取得資料，例如：電子期

刊的興起，使用者不需要再親自到圖書館，利用網路即可取得；而圖書資

料上，可利用 POD（printing on demand）的服務，取得所需資料（Line, 1993, 

p.678）。雖然新資訊科技大量引進，但是就根本上來說，圖書館的選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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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汰等相關作業和政策，還是依舊進行著，加上現在圖書館處於二元圖書

館的類型（電子與紙本館藏並行），新的紙本資料還是不斷地進入圖書館，

圖書館空間有限的問題依舊存在，只是圖書館對於文獻老化研究的熱情已

不如以往，而文獻老化的研究在圖書館的應用上之重點，可能從過去的淘

汰政策上，轉移至選擇政策上。 

 

第二節 文獻老化研究方法 

    在文獻老化的研究方法中，主要以同時法和歷時法為主。 

一、同時法（synchronous approach） 

（一）定義與概念 

同時法研究是指在某一特定時間內，文獻被使用或被引用的情形（Line 

＆ Sandison, 1974），亦即關注的是現時被使用文獻的年代分布。其計算

所得之結果為引用年齡中數(median citation age)。換言之，同時法強調的

是在一個固定的時間點，回溯過去文獻被使用的情形。同時法研究代表的

人物為 Price 及 Burton 和 Kebler。同時法的研究對象較多樣，除了期刊、

研究報告、專書、會議論文及專利外，尚有多種研究針對各種資料類型進

行文獻老化的研究（蔡明月，2003，頁 115）。 

（二）測量方法及相關研究 

同時法計算所得結果為引用年齡中數，亦即引用文獻次數達到全部引

用文獻總次數之 50%，需要多久的時間。舉例來說，2000 年的物理學文獻

共有 3000 篇，總共引用了兩萬筆的參考書目，此參考書目的發表時間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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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 年到 2000 年，間隔相差 50 年，有一萬筆集中在 2000 年到 1992 年，

因此其引用年齡中數為 8 年（蔡明月，2003，頁 115）。 

同時法之相關研究相當多，Gupta（1990）進行物理學期刊的文獻老化

研究，採用同時法分析 15 種物理學期刊在 1983 年、1985 年晚期及 1986

年早期的引用文獻，總結其研究結果發現物理學期刊引用年齡中數為 4.9

年，文獻老化曲線呈指數衰退。Tahai 與 Rigsby（1998）進行會計學期刊

影響力之研究，採用同時法分析 48 種會計學相關期刊之引用文獻，所得

結果為 27％的引用文獻年齡為 3 年；50％的引用文獻年齡為 7 年（即引用

年齡中數）；62％的引用文獻年齡為 9 年；75％的引用文獻年齡為 20 年；

95％的引用文獻年齡為 21 年。該研究認為期刊影響係數若考量到期刊的

年齡因素，則會計學期刊影響力名次將會有所變動。 

二、歷時法（diachronous approach） 

（一）定義與概念 

    歷時法研究是指在不同的時期連續觀察某些特定文獻之使用情況，

（Line ＆ Sandison, 1974），關注的是過去文獻被引用的情形分析，其計

算所得結果為半衰期（half-life）。歷時法研究的代表人物為 Gosnell 和

Brookes。二者皆將文獻老化視為一個隨時間發展的過程，是ㄧ種趨勢、一

種動態的過程（俞培果，1997，頁 47）。此外，Stinson 認為歷時法研究

中，被研究的文獻為固定的，從過去到現在的引用情形皆被觀察，即使使

用族群改變，也可被併入研究過程中，因此，歷時法可合理地呈現未來的

使用情形（1981, p.19，轉引自蔡明月，2003，頁 11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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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測量方法及相關研究 

歷時法計算所得結果為半衰期（half-life），亦即針對某一群的出版品，

達到所有被引用次數一半，所需要的時間。舉例來說，1980 年重要的物理

期刊有 30 種，共 3000 篇文獻，分析此 3000 篇文獻在 1980 年以後，逐年

被引用之情形，自 1980 年至 2000 年總共被引用 50 次，在 1980 年被引用

時代表一歲，1981 年為二歲，依此類推，其中被引用 25 次時，集中於 1980

年至 1985 年，因此其半衰期為 5 年。 

歷時法之相關研究較少見，例如：Pulgarín 與 Gil-Levia（2004）進行

自動化索引主題的文獻老化研究，分析 1956 至 2000 年該主題之 839 個參

考書目，採用 Brookes（1970）的數學公式，得到每年老化係數（Aging Factor）

為 0.95，半衰期為 14.47 年，意指每 15 年將會有 50％的文獻需要淘汰。 

三、同時法與歷時法的比較與爭議 

    文獻老化研究主要分為同時法與歷時法，一般而言同時法比歷時法較

常被使用，其主要原因為同時法研究較不費力且易於實行。歷時法與同時

法最主要之差異在於同時法的來源文獻（sources）所產生的文獻（items）

是已經存在的，主要建立在 source-item 的關係上，亦即某篇文章（sources）

引用另一篇文獻（items）；歷時法則是建立在 item-source 的關係上，亦即

有一篇文獻（sources）被另一篇較年輕的文獻（items）引用（Egghe & 

Rousseau, 2000, p.1005）。 

    目前此兩種研究方法還是各自遭受爭議，不過已有許多研究針對此兩

種方法進行比較，但早期相關研究範圍皆過小（例如：只使用少量的期刊

或是採用的樣本太小），難以真實表示出其差異（Stinson & Lancaster, 1987, 

pp.65-66）。因此，Stinson 與 Lancaster 於 1987 年進行了相關研究，他們

選擇人類與醫學遺傳學領域長達 19 年（1960 至 1979 年）的文獻作為研究

樣本，使用引用文獻分析法，進行同時法與歷時法的比較研究，研究結果



 17

發現文獻年齡和引用次數之曲線圖，歷時法的曲線較同時法平穩。較顯著

不同的地方在於前兩年的曲線，同時法顯示出此兩年間參考數量的增加，

歷時法則是顯示出引用數量的逐步減少，若不論前兩年的話，同時法與歷

時法的老化率是大致相同的，最後研究建議：未作任何修正的同時法是可

以代替歷時法。 

    Diodato 和 Smith（1993）進行音樂領域的文獻老化研究，並進行同時

法與歷時法之比較研究。他們分析六種音樂期刊文獻，得知引用年齡中數

為 26 年，半衰期則是 7 年，可知同時法與歷時法之研究結果不相同，但

Diodato 和 Smith 也採用 Stinson 和 Lancaster 的研究方法，繪製曲線圖比較

同時法與歷時法之間的差異，結果發現兩者之曲線圖類似，但曲線圖最後

部分之曲線，兩者呈現相反方向，為兩者之相異點，若忽略此點，兩者結

果是大致相仿的。 

    大陸學者王傳與俞培果（1998，頁 79-80）進行地質學的文獻老化研

究，及同時法與歷時法的比較研究，歷時法研究是分析五種地質學期刊在

1981 至 1995 年，引用 1981 年文獻的年代分布情形，結果測得半衰期為

11.36 年。同時法研究是分析 1994 年五種地質學期刊的引用文獻年代分布

情形，結果測得半衰期為 7 年，二者結果不相等，即同時法與歷時法測得

之文獻老化現象是不相同。 

王淑儀（1998）進行電腦科學領域的文獻老化研究，並採用同時法與

歷時法二種研究方法，加以比較研究，分析電腦作業系統與電腦網路技術

二種主題文獻老化現象，研究結果是同一主題及時間範圍下，利用柯史

（Kolmogorov-Smirnov，K-S）檢測得出同時法與歷時法的文獻衰退分佈

是不一致的，也說明了文獻老化研究中，同時法是無法代替歷時法。 

Glanzel（2004）發表一篇同時法與歷時法引用分析模式的文章，討論

歷時法與同時法的定義、應用、期刊影響評估的計算及其他引用分析等。

Glanzel 為了區別老化研究中同時法與歷時法不同，進行兩者的比較研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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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三種不同主題的科學期刊（bioscience、chemistry 及 mathematics），

分析 1980 至 2000 年所有引用文獻，其結果測得三種科學期刊在歷時法半

衰期分別為 5.3、6.7 和 7.5 年；而同時法測得結果分別為 2.3、4.7 和 5.6

年，兩者數據皆相差 2 至 3 年，因此其結論為同時法的研究結果無法應用

於歷時法的例子中。Glanzel 指出，同時法與歷時法並非只能在老化研究使

用，也可應用於引用分析。 

    關於同時法與歷時法的比較，有多位學者提出看法，例如：俞培果認

為歷時法才是分析文獻老化的研究方法，Line 和 Sandison 及丁學東的看法

則是歷時法與同時法各自代表二種不同的文獻老化意義，各有其存在的價

值（丁學東，1993，頁 96-98）。經由上述學者之研究，可知同時法與歷

時法的研究結果有相似，也有相異的，Stinson 和 Lancaster（1987）也提及：

研究結果可能受其他因素之影響而有所改變，例如：進行不同學科領域研

究時，可能產生不同結果，或研究對象改為圖書館使用情形研究時，也會

有不同結果的可能性發生。總而言之，歷時法與同時法兩者不一致的論點

是確定存在的。 

 

第三節 文獻老化之研究對象及相關研究 

    文獻老化研究主要有兩個較大的研究對象，一個是運用引用文獻和參

考書目的研究，另一個則是圖書館的使用研究。 

一、運用引用文獻分析法之研究 

    引用文獻分析法主要是針對期刊、論文、著者等各種分析對象的引用

或被引用現象進行分析，探討來源文獻及被引用文獻之間的關係。透過引

用文獻分析，可幫助研究者了解某學科領域的發展現況、學科領域內文獻



 19

使用特性、學科領域內文獻彼此間的關聯性及學科領域研究的未來趨勢

（陳光華，2006，頁 16）。 

目前引用文獻分析法是文獻老化研究中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，也是最

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之一（Gupta, 1985, p.86）。以下依分析對象的不同，

介紹文獻老化之相關研究： 

（一）期刊引文分析之老化研究 

    在學術傳播的過程中，期刊文獻為正式傳播管道中，能最快反映出學

術研究發展的最新趨勢之一，因此期刊文獻也常做為資料使用特性、各學

科領域發展趨勢及文獻老化等研究之分析對象。 

    利用期刊文獻的引用情形，進行分析的研究不在少數，最早使用期刊

為分析對象的是 Burton 和 Kebler 在 1960 年，兩人進行科技文獻的半衰期

研究，於九個學科中選取期刊，分析當時引用過去文獻的次數，研究結果

顯示出不同學科，文獻老化速度有差異，例如：地質學與冶金學的半衰期

相差達 7.9 年，可知冶金學的文獻老化速度較地質學快。 

    Cunninggham 和 Bocock（1995）兩人進行電腦科學的文獻老化研究，

選定電腦網路技術及電腦作業系統二個主題，各分別選用一種期刊做為分

析對象，並分析二種期刊從 1987 年至 1993 年文獻的參考書目，計算其引

用年齡中數，研究結果是：電腦網路技術的引用年齡中數為 4 年，電腦作

業系統為 3 年，由此可知電腦網路主題的文獻老化速度較電腦作業系統主

題的文獻快。另外，Biradar ＆ Sampath（2003）也進行化學期刊 Indian 

Journal of Chemical Technology 的文獻老化研究，分析 1994、1997 和 1999

年的期刊文獻，利用引用文獻分析法，測得其引用年齡中數為 11.8 年，並

利用 Brookes 的公式，求得每年老化係數為 0.9754、平均值為 0.9754、Mean 

Life（ML）為 16.1958 及 Utility Factor（UF）為 40.6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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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國內方面的研究，傅雅秀（1990）使用文獻分析法評估海洋學期刊，

利用期刊引用文獻報告(Journal of Citation Reports，JCR)統計數據，取得十

七種海洋學核心期刊的被引半衰期（cited half-life），其中 Continetal Shelf 

Research 的被引半衰期為 2 年是最短的，即文獻老化速度最快，Helgolander 

Meeresuntersuchungen 則為 10 年是最長的，即老化速度最慢。周曉雯（1994）

進行我國台灣地區化學期刊引用文獻老化之研究，蒐集 1989 年至 1993 年

台灣地區出版之三種學術性化學期刊的引用文獻，計算其半衰期及利用

Burton－Kebler 公式計算其推測値，研究結果為整體化學期刊半衰期是

10.6271 年，Burton－Kebler 公式的推測値為 10.5959 年，證明了 Burton－

Kebler 公式的適用性。 

（二）博碩士論文引文分析之老化研究 

    博碩士論文也是進行引用文獻分析老化研究的一種資料類型，因其學

術性高，可反映學術研究使用資料的特性，且資料類型特別，蒐集範圍較

易掌握，因此相關研究也不少（周曉雯，1994，頁 38）。 

    Griscom（1983）分析音樂領域的博碩士論文之參考書目，針對 1975

年至 1980 年 256 篇音樂領域的博碩士論文為對象，以瞭解音樂學家引用

期刊文獻老化的情形，研究結果發現被引用超過一次的文獻僅佔全部文獻

的 30％，音樂理論及教育主題的文獻較整體音樂文獻的老化速度快。此

外，音樂領域的文獻老化現象與其他人文領域有很大不同。 

    Pertiz 和 Sor（1990）分析以色列四所大學 1983 年至 1987 年心理學領

域 540 篇碩士論文，除了解其引用其他學科的情形，得知心理學領域的引

用年代分布多在 20 年內，並建議心理學的館藏可置於社會科學領域。Tonta

和 Al（2006）分析土耳其的漢斯它巴大學圖書館學系所（Department of 

Librarianship of Hacettepe University）在 1974 年至 2002 年的 100 篇博碩士

論文，分析其主題、引用數量、各類型資料及年代等特性。在老化研究部

分，測得引用文獻的年代範圍在 1790 至 2002 年，其引用年齡中數為 9 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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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碩士論文的引用年代較博士論文年輕；外國語文期刊的引用年齡中

數為 8 年，較土耳其本國期刊 10 年年輕。 

    國內方面的研究，吳明德（1987）分析九所公立大學在 1984 年至 1985

年之博碩士論文，研究結果發現，人文類文獻的半衰期達 15 年，為文獻

老化最慢的領域；社會科學類以及科技類的文獻半衰期皆小於 10 年，而

科技類文獻半衰期又較社會科學類文獻少 1 至 2 年。陳旭耀（1996）針對

臺灣地區從 1970 年至 1995 年之圖書資訊學領域的碩士論文進行研究，研

究結果發現碩士論文引用文獻數量最多的為 1981 年至 1985 年出版的資

料，引用文獻半衰期約為 8.2 年，期刊與圖書是碩士論文最主要的參考資

料來源。 

（三）其他相關之老化研究 

除了期刊引文分析以及碩博士論文引文分析之老化研究外，引用文獻

分析法還可使用於其他類型的老化研究，例如：圖書、會議論文、網路資

源或技術報告等。Culnan（1978）分析電腦科學領域中，比較兩個群體在

國家電腦會議中所發表的論文作為研究對象，分析其引用文獻的特性，研

究結果發現兩個群體有 80%以上的引用文獻是近五年出版的，兩者的引用

文獻年代分布情形是一致的。 

二、分析圖書館使用情形之研究 

    大部分圖書館使用情形之分析，幾乎都是使用同時法。其研究的範圍

有書籍、期刊過去的流通紀錄，及館藏、期刊館藏的使用情況等。無論是

館內使用或館外流通都可反應出資料被利用的情形，因此分析流通紀錄或

館內使用頻率，也是老化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（周曉雯，1994，頁 44）。 

 



 22

（一）流通紀錄分析之研究 

Kent（1979）進行美國匹茲堡大學（University of Pittsburgh）文獻利

用情形之研究，分析 1968 年至 1975 年該大學 Hillman Library 的流通紀錄

與館內使用的統計數據，及其他六個科技圖書館（物理、生命科學、工程、

化學、電腦科學和數學）期刊使用的數據。研究結果發現，在圖書部份，

39.8%的圖書七年內未曾流通過，館內使用過的圖書 75%會被外借；在期

刊部份，約 80%的期刊於二年後開始老化，期刊出版後第一年有高達 78.7%

的比例被瀏覽，在第二至五年內被瀏覽的比率則快速下降為 16.9%，此研

究為著名的文獻老化研究（1979，轉引自王淑儀，1998，頁 29）。 

Eldredge（1998）分析 1993 年至 1997 年新墨西哥大學（University of 

New Mexico）健康科學圖書館（health science library）圖書之流通記錄，

結果發現有 84%的圖書在最近四年中被使用。結合流通記錄和館內使用記

錄的分析之後，得知在 1993 年 90.7%的圖書都被使用過，可知圖書擁有相

當高的使用率。 

（二）分析館內期刊使用老化之研究 

蔡明月（2003，頁 126-128）以台北榮總圖書館的 835 種期刊為研究

對象，調查館內 1994 年 11 月至 1995 年 4 月使用半衰期和被引用半衰期，

其中被引用半衰期數據自 JCR 取得。並採用 t 檢定之統計方法，檢測兩者

差異，其研究結果為平均被引用半衰期為 6.28 年，平均使用半衰期為 3.43

年，兩者相差 2.85 年，即使去除 74 種可能影響結果之期刊，結果亦顯示

二者之間的顯著差異為 2.84 年。 

Sennyey、Ellern 和 Newsome（2002）進行 1998 年至 2000 年間西加州

大學 Hunter library 館內紙本期刊使用的研究，研究結果發現此三年間的期

刊使用率逐漸減少，從 1998 年至 2000 年間的使用率減少了 40.58%，也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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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到 62%的期刊預算只能用於 20%的使用，主要的原因在於電子全文資料

庫的使用。 

（三）其他相關之研究 

在圖書館使用老化的研究中，除了上述兩種研究外，還有分析館際互

借的研究。Rouse ＆ Rouse（1979）分析美國伊利諾州州際圖書館網路

（ILLINET）中館際互借的資料，得知圖書於不同區域使用時，其老化情

形也會有所差異。在地區圖書館的科技類圖書之半衰期是 7.06 年，社會科

學為 12.69 年，藝術及人文學 18.59 年，綜合性圖書 16.58 年；但擴及至州

區域則分別延長為 10.48 年、16.31、17.54 以及 24.66 年，就整體平均來說，

從 10.47 年延長至 15.75 年（1979, pp.219-215，轉引自周曉雯，1994，頁

50）。 

另外，還有分析文獻傳遞服務記錄之研究，Tonta 和 Ünal（2005）研

究在國家層級的文獻傳遞服務上，期刊擴散及老化的情形，資料來源為土

耳其學術網路及資訊中心（TANIC，Turkish Academic Network and 

Information Center）在 2000 年 6 月 26 日至 2002 年 6 月 30 日的文獻傳遞

的申請記錄，其研究結果得知：引用年齡中數為 8 年，以及期刊使用的頻

率與 ISI 期刊的影響係數沒有關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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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影響文獻老化之因素探討 

    文獻主要是承載資訊的文件，資訊會隨著時間增長開始老化，有可能

變成無效或者是被取代，從前面文獻老化的起源、意義和相關理論中可

知。但文獻是否老化，人也是主要因素之一，由於文獻主要為人們所使用，

其研究方法都是針對人們的文獻引用或使用情形來加以分析的，然而研究

結果也並非絕對，其中影響的因素眾多，已有多位學者進行相關研究，茲

列舉各相關研究內容如下： 

一、文獻成長的影響 

文獻老化的相關理論指出文獻成長和文獻老化有很大的關係，因此有

許多研究進行相關的探討，例如：Sangam（1999）進行文獻成長對文獻老

化研究影響之研究，挑選五種心理學領域的期刊作為研究對象，分析其

1972 至 1996 年期刊文獻的參考書目，結果發現有將近 50％的引用文獻年

齡為 15 年，70％的引用文獻年齡為 20 年，20％的引用文獻年齡超過 50

年，顯示心理學文獻較偏重於新文獻的使用，也發現文獻成長越多，文獻

老化的速度也就越快。 

然而，Gupta（1998）進行理論性人口遺傳學，文獻成長對文獻老化研

究影響之研究，分析 1931 至 1980 年的期刊文獻，研究結果卻發現文獻成

長與文獻老化之間沒有任何關係。雖然在不同領域進行研究，但其研究結

果卻不盡相同，然而，不可否認的是文獻成長的確會影響文獻老化。Egghe

和 Rousseau（2000）也進行文獻成長對文獻老化研究之影響，分析在一個

完整的時期中，文獻成長對文獻老化的影響情形，利用修正老化與成長關

係公式的方法進行，並回顧過去相關之經典文獻，其研究結果認為文獻成

長將影響老化，但不能造成老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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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使用族群的不同 

    Griffith（1979）指出期刊文獻的老化不僅與文獻本身有關，與使用者

需求也息息相關，不同的使用者族群，其使用文獻之老化的年齡也不相

同。Nicholas 等人（2005），進行數位圖書館電子期刊使用情形之老化研

究，針對使用者類型進行調查，分析 Blackwell Synergy 在 2003 年 9 月 17

日的使用者登入紀錄，並將使用者分為專家/執業者、研究人員、研究生、

大學教職員及大學生五大群，研究結果發現專家/開業者在最近 2003 年文

獻的使用量佔有最高比率；研究人員在老於 2001 年文献的使用量佔最高

比率；亦即專家/執業者有最新資料的使用需求，而研究人員除了新資料

外，也有舊資料的使用需求。 

三、資料類型的分別 

    文獻的資料類型有許多種，例如：期刊、圖書、會議論文或研究報告

等。各種類型的資料，其所集結的內容不同，因此在使用上也會有所區別。

因此，文獻老化的研究，因資料類型不同，也會有不同的老化結果。Musib

（1988, pp.15-17）針對藻類學期刊進行引用文獻分析，研究結果顯示期刊

文獻的老化速度比圖書快，進而提出不同資料類型會有不同的老化之看

法。Motylev（1989, p.98）的研究也發現到，一般期刊的價值，每月減少

10%；圖書則是每年減少 10%，從此處亦可知道期刊文獻較圖書的老化速

度快。 

四、學科性質的差異 

不同學科性質，有不同的文獻老化現象，可從早期 Burton 和 Kebler

（1960）的研究得知，他們計算九個學科（化工、機械、冶金、數學、物

理、化學、地質、生理和植物）的半衰期，結果顯示出不同學科，文獻老

化速度有差異，例如：地質學的半衰期為 11.8 年，冶金學為 3.9 年，兩者

相差達 7.9 年，可知冶金學的文獻老化速度較地質學快。Cunninggham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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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ocock（1995, p.259）曾列表比較 15 種學科在同時法的引用年齡中數，例

如：冶金工程學（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）為 3.9 年、考古學（Archaeology）

為 9.54 年及聖經評論（Biblical criticism）為 21.63 年等學科，其研究結果

顯示各學科間是有差異。另外，王淑儀（1998，頁 95-96）進行電腦科學

領域的文獻老化研究，分析電腦作業系統與電腦網路技術二種主題文獻老

化現象，研究結果發現電腦作業系統的引用年齡中數為 6.79 年，另一主題

為 5.46 年，由此可知電腦網路技術較電腦作業系統老化速度快，也代表不

同主題性質，文獻老化速度也會有所不同。 

五、文獻內容的影響 

    一個學科領域內，並非只有一個主要的研究科目，還可細分為好幾個

主題，例如：電腦科學下，可分為硬體及軟體的研究，這些內容的差異也

可產生一個學科內不同的老化現象。Bottle 和 Gong（1987）針對生物化學

領域的主題類型進行文獻老化研究，並將其內容分成七個主題（調配、離

析與淨化物質、物質特色、物理和化學的物質、細胞、細胞組成、方法論

及應用）加以分析，結果發現在同一個學科、同一個時間內，因為文獻內

容的不同，而有不同的文獻老化速度。另外，Diodato 和 Smith（1993）針

對音樂方面的文獻，進行文獻老化的研究，結果發現依音樂教育、音樂學

及音樂理論等主題的不同，引用年齡中數也會有所不同，分別為 14.3、22

及 9.6 年，顯示文獻主題內容不同，老化速度也不相同。 

六、其他 

    Bottle 和 Gong（1987）還有提到其他影響文獻老化的因素，例如：研

究者或科學家使用的資訊及發表文獻的數量、對文獻不同的使用方式等都

會影響文獻老化研究結果。Wallace（1986）進行期刊生產力與文獻老化之

間關係的研究，其期刊生產力是指期刊的載文量。研究結果發現，兩者關

係不顯著，也就是期刊生產力越大，不代表文獻老化速度越快；反之，期

刊生產力越小，亦不代表文獻老化速度越慢。Alvarez、Escalona 及 Pulgarí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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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00）進行物理學核心期刊之研究，使用兩種老化率工具及 Rasch model

分析，研究結果發現 Rasch model 的方式較老化率分析能提出更好的期刊

清單，也發現期刊主題（topicality）為影響文獻老化研究的潛在變數。 

 

第五節 圖書資訊學相關之文獻老化研究 

    文獻老化研究發展至今，已累積不少相關研究，但多集中於物理學及

自然科學領域，甚少針對社會科學進行研究。因此，關注於圖書資訊學領

域的文獻老化研究也不多見，茲列舉相關研究如下： 

    Buttlar（1999）進行圖書資訊學論文的引用情形，分析 61 本博士論文

的引用文獻，研究結果中有關老化研究的部分，發現有一半的引用文獻皆

是引用十年內的文獻，超過 25％的引用文獻則是引用五年內的文。Nicholas

等人（2005），進行 Blackwell Synergy 及 Emerald Insight 二個數位圖書館

電子期刊的使用情形研究。其中 Emerald Insight 部份，分析 2003 年 1 月出

版的五種圖書資訊學期刊及 11 種管理學期刊在 1994 年至 2002 年的使用

率，研究結果為圖書資訊學期刊僅有一種期刊的引用年齡中數在 2002 年

（1 年），其餘四種期刊為 2001 年（2 年）；管理學期刊僅有一種期刊的

引用年齡中數在 2000 年（3 年），其餘 10 種期刊為 2001 年（2 年），可

知圖書資訊學期刊的老化速度較管理學期刊快。 

Tonta 和 Al（2006）分析土耳其的漢斯它巴大學圖書館學系所

（Department of Librarianship of Hacettepe University）在 1974 年至 2002 年

100 篇博碩士論文，分析其主題、引用數量、各類型資料及年代等特性，

並取得核心期刊清單。在老化研究部分，測得所有引用文獻的年代範圍在

1790 至 2002 年，其引用年齡中數為 9 年，其中碩士論文的引用年代較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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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論文年輕，以及外國語文期刊的引用年齡中數為 8 年，較土耳其本國期

刊 10 年還要年輕。 

    國內方面的研究，陳旭耀（1996）針對臺灣地區從 1970 年至 1995 年

之圖書資訊學領域的碩士論文進行研究，結果發現碩士論文引用文獻數量

最多的為 1981 年至 1985 年出版的資料，最大引文年限為文獻發表後的第

三年，而引用文獻半衰期約為 8.2 年，其中期刊與圖書是碩士論文最主要

的參考資料來源。 

    黃琇薇（2006）進行圖書資訊學的期刊 JASIST（Journal of the American 

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）之引用文獻分析研究，其

研究對象為 JASIST 在 1980、1985、1990、1995、2000 及 2004 年的參考

書目，採用同時法計算其引用年齡中數，研究結果為六個年度中，1980 年

的引用年齡中數最短為 4.49，不到五年即引用超過一半的文獻，1990 年則

是引用年齡最長為 8.56 年，表示多年前的文獻仍舊持續地使用。 

    從上述幾個研究，可知圖書資訊學的文獻老化研究，大多是針對整體

圖書資訊學領域進行研究，然而本研究是針對資訊檢索領域進行研究，有

別於過去，再加上過去針對資訊檢索領域本身發展之研究，多偏重於作者

與期刊的共被引研究，如 Persson（1994）、Ding（1998）及 Ding、Chowdhury

和 Foo（1999、1999a、2000）等人的研究，但關於文獻老化研究則甚少，

因此本研究擬針對資訊檢索領域之文獻老化現象進行研究，除可豐富資訊

檢索領域的相關研究，也可更深入地瞭解其學科發展情形。 

 

 

 


